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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來板栗香
李柏林

當夏天的熱一點點褪去，空氣中便多了一些
涼意，我知道，是秋天來了。而秋天所有的食物
中，我最喜歡板栗。

每到秋高氣爽的時節，也是吃板栗的時節。
我的家鄉盛產板栗，小時候，每到初秋，大人便
會三五成群地上山打板栗，我們這些小孩自然也
會跟著過去湊熱鬧。

打板栗需要戴著帽子，穿上膠鞋，還要帶
上工具。等到了山上，便看到高大的板栗樹上掛
著一個個帶著刺的絨球。這時候，大人們拿起竹
竿，對著樹上的板栗一陣猛打，我們這些小孩便
躲在較遠的地方偷偷地看。只見天空下起板栗
雨，一串串毛球掉落在地上，像一隻隻刺蝟。

等到打得差不多的時候，大人們開始腳踩板
栗外的刺，然後用剪刀剪開板栗的外殼，接著，
光滑渾圓的板栗便散落得到處都是。

我們便連忙跑過去，把板栗放進自家的蛇
皮口袋裡。但是通常我們都禁不住誘惑，抓起一
把板栗蹲在地上迫不及待地吃起來。生板栗是脆
生生的甜，回想起上一次吃板栗，已經過去了一
年，對于這久違的味道頓時覺得要多吃幾個。等
到確實吃不下去了，才把多餘的板栗裝進蛇皮口
袋。

那些吃不完的板栗，通常會送給親戚鄰居。
母親則會選上一個天氣好的週末，捎上半口袋板
栗帶著我去姥姥家。每當這時，姥姥總會殺隻
雞，等著我們的板栗，做小雞炒板栗。

炊煙裊裊，地鍋裡的小雞和板栗融合在一
起，這樣做出來的板栗除了甜，更多了一絲糯糯
的鹹。

到了上學的年紀，我便再也沒有去山上打
過板栗了，父母也忙于工作，不再有精力因為板
栗耗上大半天時間。若是想吃，街上買一點便好
了，省時又省力。

如今，心靈手巧的人們發明了更多的吃法，
板栗也不再僅僅是或炒，或煮，可以做成板栗
酥，還有板栗味奶茶等等。板栗的保存方式也變
得更久了，人們不會因為一顆板栗，再等上一個
春夏秋冬，它好像不再只屬於秋天。

現在的孩子恐怕也不再有打板栗的經歷了，
若是能花上大半天的時間，與秋天好好打個照
面，已是難得。恐怕只有那時的我們，才會無憂
無慮地坐在板栗樹下吃板栗吧。那時候，打板栗
成了迎接秋的儀式，而那一顆顆板栗，是秋天送
給我們的見面禮。

于是每年的秋天，我還是會忍不住買上一
包板栗。因為我知道，只有秋天的板栗才是最香
的，恰如那段打板栗的時光，是只屬於年少的
甜。

凝望秋天的樹
王奕君

我喜愛秋天，更迷戀那些姿態萬千、果實纍纍的樹。活

在秋天的樹，讓我的記憶堆積如山。我發現，我對于秋樹的感

知還有無限的外延。如歐陽修在《秋聲賦》中，祥述了秋的聲

音。而我，也願在秋日裡，走進樹多的地方，去感知那每一

棵樹超出自然的存在，在歷史、文學、美學中留下的倩影與蹤

跡。

我喜歡楓樹。起初是因為童年時聽過一首歌，叫《楓葉

飄》。從此記住了楓樹那夢幻般哀婉之美，儘管並不知道楓葉

是什麼樣子。後來，當我把一片通紅的楓葉拿在手裡，細細把

玩，並夾進書裡時，我覺得它有一種藝術的美。再後來，從書

中讀到，楓樹是加拿大的國樹，也是他們的民族象徵。生長在

加拿大的楓樹不下十種。秋天，糖楓和紅楓是最美的楓樹，它

們挺立在草木繁盛的山坡，遠遠望去，像絢爛的雲彩一樣，在

傍晚，勾畫出最華麗的日落。加拿大因此而有「楓葉之國」的

美稱。

楓葉是秋色

的代表，蘊含著

時光、思念等許

多種審美意象，

在文學中，多象

徵 著 對 往 事 的

回憶、人生的沉

澱、情感的永恆

及歲月的輪迴。

如李白《夜泊牛渚懷古》中就有「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的句子。

我也喜歡柳樹。我見過風姿各異的許多種柳樹，但還是

被英國教授菲奧娜‧斯塔福德的描述所打動：「到了秋天，儘

管變成棕色且顯得稀疏，它們仍然獻出最後一首合唱，熱熱鬧

鬧地敲打著自己的枝條，直到一陣大風將它們吹得乾乾淨淨。

從最初展露的新芽，到最終屈服于冰霜，柳樹的枝條總是在不

停地擺動，讓空氣永遠不得安靜。但是，柳樹到底在說什麼

呢？」如此詩意的筆觸，勾起了我對于凡間草木的仁愛之心，

同時又充滿好奇，竟至把每棵樹的生長樣貌，當做生命的故

事，去欣賞，去解讀。

還有花楸樹，如愛爾蘭詩人克賴頓‧史密斯獨特的審美意

象：「這種野性、神秘的樹有一種出乎意料、使人分心，又有

些令人不安的美。」一棵樹，竟能活在如此豐富而優美的文字

裡。

在秋天，每一棵屹立于秋風中的古老的樹，都能活出自

己的故事，活出像人類歷史一樣的豐富與博大，因為它們的歷

史，除了本身的存在，還有人類的參與。其實，人類與自然原

本就水乳交融、難捨難分。人類從自然界、從這些樹中得到了

多少庇護、多少浸潤、多少啟迪，都是無以計數也無法言說的

現實。就像牛頓從一隻掉落的蘋果中得到啟示一樣，我們又如

何細數那棵蘋果樹給予人類的恩澤呢？據說，牛頓的蘋果樹，

在受到百般呵護、千般紀念之後，最終在1820年轟然倒塌。令

人驚喜的是，那棵老樹的一根枝條，竟又長成了一棵樹，秋天

一到，便結出滿樹紅紅的蘋果。

午後，秋陽高照。我坐在陽台上，靜觀窗外，秋風從濃密

的樹葉間穿行而過，發出「嘩啦啦」的聲音，像沉唱，又像傾

訴。是那棵樹述說自己的故事嗎？

別有微涼處
入眼已秋分

馮俊磊
雨過三場，風吹山海。不知覺間天氣便涼了幾分，轉

眼間，也已到了秋分時節的臨前。秋分是豐收的時候，不

知道家鄉的人們，是否在田間歡快的勞作，迎接新一年的

豐收。很遺憾，今年的秋分，離開了家鄉，來到了百里之

外的，陌生的地方。

「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秋天是傷感與喜悅雜

糅的季節。遠離家鄉的遊子，見秋思鄉，期盼著歸鄉；在

家鄉的親人，歡喜地迎收著一年的豐收，亦期盼著遠在他

鄉的遊子歸鄉。今年的秋，是以往不同的秋，是祖國更北

方的秋。北方的秋天，似乎來的突然，去的也突然。常說:

一場秋雨一場寒。秋風一過，便是陣陣涼意。早起的人們

也不自覺地穿上長袖單衣，路邊的早餐鋪子，也沒有了夏

天蒸蒸的煩悶，多了幾絲清涼意，豆汁湯汁的熱氣在掀蓋

之間，呼哧呼哧晃晃悠悠，比起夏天，煙火氣很是十足。

北方的秋天，很是活潑靈性。她就像撐著油紙傘的羞

澀女孩，從來不會一股腦的撲過來，而是在小巷，邁著輕

盈小步，緩緩而來，當你發覺之時，她已經出現在身邊。

都說「潤物細無聲」。我看秋雨，也如春雨一般，一場一

場的來，浸入了大地，當人們反應過來的時候，便已經涼

了空氣。秋天，是農民豐收的節日。可偏偏秋天是個調皮

善變的孩童，陰晴多變，降溫很是迅速。俗話說「寒露不

摘棉，霜打莫怨天」，人們如果不早早地做準備，一旦遇

到連陰雨天，便是作物倒伏，霉爛的結果，正所謂「忙三

秋」，三秋即是秋收，秋耕，秋種。

腦海裡浮現了家鄉的秋天，多年一直在外求學工作，

似乎家鄉的秋天只停留在了少時。家鄉多桃樹，在大路的

兩旁，總是過去，即便是桃葉也像是垂垂的老人，沒了精

神，往昔伴著佛桃時，耀人的光澤也已褪去，斑駁的黃點

在一點一點的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慢慢地便只剩下，曲

折強勁的軀幹，盡顯歲月的滄桑。人們常說「四季桃，四

季桃」，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自然之規律又怎能突破，對

生活的美好祝願確實每個人都期望的。

別有微涼處，入眼已秋分。秋天是睹物思情的季節，

舊日的葉子在秋天裡，垂下枝頭了，山間的秋分吹得正

歡，微皺的河水正睜著眼睛，對著夜空說：總有回家的

人，總有離岸的船。t

施李秀琴家屬
捐寬仁鄉會福利

菲律濱石獅寬仁同鄉會訊：前港施李秀
琴太夫人，不幸於客月仙逝，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施李太夫人一生積善，熱心公益，
樂善好施，其家屬秉承先人美德，特捐本會
福利金菲幣伍仟元，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
端，致申謝忱。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本總

團名譽理事長蔡美倫大哥令萱堂蔡府楊氏秀
華義老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廿九日
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
擇訂於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紀念陵園之原。

本總團聞耗，經致電慰唁家屬，勉以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本總團訂於十月
二日（星期日）下午吉時半在其靈前舉行獻
花祭禮，屆時即希全體理監事參加儀式及出
殯行列執紼，以表哀思，而盡蘭誼。

菲華普濟結義社訊：本社榮譽社長蔡美
倫昆仲令萱堂蔡府楊氏秀華義老伯母，不幸
於二○二二年九月廿九日壽終內寢，享壽積
閏一百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
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擇訂於十月四日
（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
永恆紀念陵園之原。

本社聞耗，經致電慰唁家屬，勉以節哀
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本社訂於十月二日
（星期日）下午七時半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
禮，屆時即希全體昆仲參加儀式及出殯行列
執紼，以表哀思，而盡蘭誼。

蔡美倫宗長丁母憂
濟陽訂週日晚族祭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總會理
事蔡美倫宗長令萱堂楊秀華太夫人不幸於九
月廿九日壽終內寢，享壽一佰有一高齡，現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SUPERIOR
靈堂，擇訂十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
殯，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紀念墓園。

本總會軫念其生前相夫教子，卓有其
功，其令先夫蔡維露宗長曾任本總會理事
長，功績昭彰，永垂族史，而其賢郎美倫宗
長，本會理事棟樑中堅，社會翹楚，僑眾共
仰，皆太夫人輔相教育之功。茲者太夫人厭
倦塵紛，遽然逝世，魂歸極樂，化生蓮邦，
留予後世兒孫無限懷想，本總會軫念懿德，
特訂於十月二日（星期日）下午八時予以族
祭以示敬悼。

希我會職會員見報自動參與祭禮，及越
十月四日之出殯行列，以盡族誼為盼！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常

務理事蔡美倫鄉賢令萱堂蔡府楊秀華太夫人
（原籍石獅容卿仕林），不幸於二○二二年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六時二十五分，壽終內
寢，享壽積閏壹佰零壹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大街巴示殯儀館新
廈SUPERIOR靈堂，擇訂於十月四日（星期
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紀
念墓園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蔡美倫昆玉丁母憂
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副理事長蔡美倫

昆仲令先慈，蔡府楊太夫人秀華誼老伯母，
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廿九日上午六時廿五
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零壹高齡，現停
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樓
下SUPERIOR靈堂，擇訂於十月四日（星期
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永恆紀
念墓園之原。

本總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昔日足籃球健將
林漢德逝世

本市訊：菲華體壇昔日足球及籃球健
將林漢德，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廿六日逝
世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
萎，惋惜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
二樓二○一號靈堂，擇訂十月二日（星期
日）下午一時出殯，火化於該殯儀館聖樂
堂。

林君是菲華體壇傑出運動人才，自幼
喜愛多種運動，尤對足球及籃球項目更為精
練，學生時代曾為僑中學院籃球校隊台柱，
爭得多數錦標，畢業後加入當時百華籃壇勁

旅群生隊，表現優越，並數次隨隊遠征台
灣，香港，澳門等地，在打籃球期間也玩足
球，也是當時足壇強勁電光隊的成員，數次
獲選為菲華聯隊選手，立下汗馬功勞。

退休後，從事經商，生活不錯，仍得多
個友好體育會聘為顧問，其本人現即擔任電
光體育會副理事長。

李祖添丁母憂
菲律濱粵僑李隴西堂訊：本堂名譽顧問

祖添宗長令萱堂李府吳太夫人諡秀華（原籍
石獅市永寧鎮岑兜村）不幸於二○二二年九
月廿九日凌晨十二時廿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積閏一百零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二一三室靈堂。出殯
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以盡宗誼。

蔡美倫丁母憂
菲律濱擁正義方聯誼社訊：本社常務

顧問蔡美倫同志，曾任八十二、八十三屆理
事長令萱堂，副理事長蔡建峰同志令祖慈，
蔡府楊太夫人諡秀華老伯母，於二○二二年
九月廿九日上午六時二十五分，壽終內寢，
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士殯儀
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擇訂十月四日
（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描仁斗沃
永恆紀念陵園之原。

本社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助飾終事宜。

洪門致公黨總部紀念
萬雲龍殉難日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二○二二年十月四日
（星期二）即農曆九月初九日，是本門先鋒萬雲龍大哥殉難
紀念日，為緬懷先烈對國家民族豐功偉績，本總部循例舉行
紀念活動。是日上午十時設壇，俾供本門昆仲拈香，以示崇
敬仰，備有茶點招待。

菲烈山五姓總會即日起
至十月底將頒發獎學金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為鼓勵族中向學子
女，力求上進，造就社會人材，雖菲律濱仍處于新冠肺炎病
毒的嚴峻環境，但本會貫徹宗旨，將頒發本學年度獎學金。

凡本族（呂、盧、高、許、紀）學生已向本會申請獎學
金者，可于即日起至十月底截止，親自來本會會所領取獎學
金。

申請者可持學業成績單正本或學生證，親自前來本會會
所（1266 JOSE ABAD SANTOS AVE. MANILA），請于星期一
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前來領取獎學金，本會聯繫
手機為0915-8844666。本會電話：82533412。。

本會獎學金是由諸位熱心宗長共同捐獻，他們為弘揚中
華文化，鼓勵族生學好漢語，不遺餘力的無私奉獻，備受族
親們欽佩和讚揚。注:凡是2020年度和2021年度有申請獎學金
者,但沒有來領取者,均可來本會會所領取獎學金。

 菲華體育總會召會
菲華體育總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十月三日晚上

八時舉行第十七屆第十次常務視頻會議，請名譽理事長、
正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和理事等踴躍參加會議。ZOOM：
89783567284。PASSWORD：12345。

道總九八凌霄寶殿慶祝
九霄大天尊雲夢祖師誕

  菲律濱中國道教總會、九八凌霄寶殿董事會、婦女组
護道大居士會訊：歲次壬寅年九月初九日，即公元二O二二
年十月四日（星期二）欣逢九霄大天尊洎雲夢祖師聖誕萬
秋，及重陽佳節，本會殿因感聖靈顯赫，澤被蒼生，恩惠四
海，庇佑萬民，有求必應，擇訂於是日舉行隆重慶祝，由清
晨七時一刻開始鳴鐘鼓，演奏三通鐘鼓樂，九時半恭誦道教
真經讚，為十方善信祈求消災植福，事業發達，合家平安，
萬事吉祥，十一時一刻獻花果酒禮，然後分批拜壽，中午並
備壽麵線招待各方善信，屆時盼望諸位善信道友提早蒞殿奉

香頂禮，以示虔誠，藉表尊崇，共申慶祝，同沐神恩。

擁正義方聯誼社召會
菲律濱擁正義方聯誼社訊：謹訂於二○二二年十月六日

（星期四）下午七時假座岷市王彬街大連海鮮酒樓，召開第
八十七屆第一次全體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本社一切重要事
項。屆時務請各理監事同志準時出席參加，會後由理事長王
民駿同志招待。

僑中景瑗級友會訂期聚餐
僑中學院五七年度景瑗級友會訊：本會因受新冠疫情

影響，暫停活動三年多，幸好全體級友均安然無恙，鑑於疫
情漸趨緩和，一般社交也已恢復，為聯絡感情起見，謹訂二
○二二年十月二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座王彬街裕華大
酒家舉行聚餐會，務希全體同窗偕同伴侶準時參加，互相見
面，共敘窗誼。

錦馬林氏周日召會
菲律濱錦馬林氏聯鄉會訊：本會訂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

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會所舉行第六十二屆理事會第十次線上
ZOOM及線下現場結合會議，會後敬備午餐招待。敬請本會
永遠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諮詢委員暨全體理事撥冗出
席，共策會務開展，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